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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组合

无线、无电池

快捷开关

压力感应笔尖

交互式数位屏相当于教室里白板的数字化版本，让教师教学时能在演示文稿中自然顺畅地添加标注、
绘制图形。教师可以轻松地为教学资源添加笔记、共享学习资料，并为学生作业写下有益反馈。这样
一来，教师的工作流程就更加顺畅，学生的学习效果也更好了。

如果教师受鼠标和键盘所限，数字化技术的影响力就会降低。而如果搭配一支
压感笔，教育工作者就能借助这种熟悉而直观的工具自由发挥。

丰富的教育经验
改善学习成果

• 直观 
教师可将简单的压感笔与他们惯用的软件搭
配使用，易于上手。

• 多用途 
我们的跨软件通用压感笔可与现有学习平台
和操作系统无缝兼容。 

• 更有助于学习 
数字墨水让学习资料成为富有吸引力的学习
资源，包含标注、绘图和模型化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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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组合

为何选择 Wacom  
支持压感笔的设备？ 

Wacom 支持压感笔的设备是收效显著的高性价比投资，可让学生在家中和教
室里更好地参与数字化课程。 

• 经济实惠的数字化转型  
Wacom 的安装和后续管理所需精力更少，
是高性价比、低维护的选择。 

• 就像纸笔一样直观 
Wacom 压感笔为教育工作者提供了一款熟
悉的书写工具，只需较少的培训就能自然顺
畅地使用。

• 良好的用户体验 
教师可以面对课堂轻松地手写和绘图，而不
用面对白板。

• 一款设备适用于各种场景 
我们丰富的数位屏、数位板和智能数位本产
品可提供灵活的选择。

• 简单灵活的安装 
Wacom 支持压感笔的设备专为热插拔而设
计。无需停用、关机或重启。 

• 无技术性锁定 
Wacom 设备可与所有具有数字墨水功能的
程序无缝兼容，无需购买软件。

• 低维护 
无需操作系统或更新，所有数位屏共用同一
驱动程序，Wacom 设备每次都能以所需状
态投入工作。

• 久经考验的可靠性 
我们的设备是为高强度使用而设计的，具有
防刮屏幕，无需重新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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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组合

数字化教学 
应用案例

传统课堂教学已经转变为灵活的混合教学模式。Wacom 为教育工作者提供了
适用于各种教学场景的工具。

课堂协作 

上课时，师生在数字白板空间和学习平台上协作教学。学生用
数位板手写想法、回答问题。课堂充满互动性，让学习体验不
再孤立。

混合式教学

教师在面授和远程教学之间切换，实现多地学习。远程学习
者可跟随老师的屏幕共享，在校学生则通过投影仪观看相同内
容。

远程教学

在通过视频会议软件共享的远程直播课程中，教师在演示文稿
中加入数字墨水。学生为课程资源添加标注，在共享空间中展
开协作，创造互动学习机会。

课堂教学

教师在演示时使用与电脑和投影仪相连的数位屏，始终面对学
生。在教学幻灯片中加入数字墨水，使课堂讲解引人入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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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组合

数位屏 
数位屏为教师提供笔纸一般书写体验，可作为能够面
对学生使用的白板。液晶屏幕传感器采用 EMR 专利技
术，实现可靠的手眼协调和准确的书写绘图。

数位板 
高性价比的压感笔墨使用方式，不增加第二块屏幕。数
位板可为师生提供一个不透明的书写表面，用于在幻灯
片、PDF、数字白板以及所有具备墨水选项的应用程序
上书写。 

智能数位本 
智能数位本可将手写笔迹转换为数字文件，从而将笔和
纸转化为演示设备。教师可在教室里边走边写，并以 
Wacom 一贯的准确性将笔记立即投屏到 PC 或移动设
备上。

Wacom 应用于教育领域 
产品组合

无显示屏 基于纸张带显示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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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组合

Wacom
数位屏

数位屏给教师提供了第二块屏幕，其表面经过硬化处理，可以在教室里投影或
远程共享书写内容。书写和绘图准确随心。它可作为数字白板，让老师面朝班
上学生进行书写、标注、绘图。  

DTU-1141B

只需一根简单的电缆即可将
这款紧凑的 10 英寸高清数
位屏连接到 USB 端口，无
需 AC 充电器。其设计精
巧，便于安装和存放。配有
无电池压感笔。

DTH-1152

这款紧凑的 10 英寸数位屏
可在纵向和横向模式下使
用，允许多点触控缩放、滚
动和在应用程序中导航。配
有无电池压感笔和实用笔
绳。

WACOM ONE

这款高性价比可调节数位屏
为教师提供了一块大而便携
的 13.3 英寸全高清第二屏
幕。自然的表面摩擦力搭配
无电池笔，营造出在真实纸
张上书写的手感。 

新帝 16

这款 15.6 英寸数位屏是繁忙
的教室和远程学习环境的理
想选择。它可提供全高清防
眩光屏幕、压感笔、VESA 
支架和可选的可调节支架。

新帝 22

我们创新性的 22 英寸全高
清数位屏是为了替代标准显
示器而设计的。它配有高精
度无电池压感笔和可调节支
架。  

DTK-2451 / DTH-2452

这款 24 英寸高清数位屏设计
用于舒适的数字教学，具有大
于我们旗下其他产品的书写空
间、视频输出功能和无电池压
感笔。DTH-2452 可额外提供
多点触控功能和直观的导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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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组合

非常适合

灵活的教室空间 
DTU-1141B 能方便地插入 USB 接口，
教师可在教室和居家办公环境之间来回携
带。其设计轻巧紧凑，便于存放。

教师可直接在 10 英寸全高清液晶屏幕上绘
图、书写、做笔记，为幻灯片添加标注。
数字墨水让课程更具吸引力和互动性，还
能让师生保持充分的目光接触。

主要功能和优势

• 便携设计 
这款轻巧的数位屏可轻松在不同教室间来
回携带，且便于存放。

• 使用简便 
只需一根电缆即可连接，安装方便，无需 
AC 充电器。

• 准确的墨水 
紧凑的屏幕可实现准确的数字墨水，无需
重新校准。

我们紧凑的 10 英寸全高清数位屏只需简单的 USB 连接即可使用。无需 AC 
充电器、采用无电池压感笔，使其成为需要跨越不同学习空间时的理想选
择。 

DTU-1141B

   由 micro USB 
供电，接口配有封盖 

   专利技术无线、无电
池压感笔  

   10.1 英寸彩色液晶触摸屏， 
全高清 (1920x1080) 分辨率

   四个触摸激活的快捷键

   插笔座

   50 cm 笔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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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组合

我们紧凑的 10 英寸全高清触摸数位屏为教育工作者提供了一块支持数字墨
水的第二屏幕，实现准确的书写、绘图和标注。 

DTH-1152

   3 合 1 电缆 
（电源、HDMI 和 USB）

   10.1 英寸彩色液晶面板， 
全高清 (1920x1080) 分辨率

   50 cm 笔绳

   1 个垂直孔、1 条笔槽

非常适合

扩展工作空间 
教师可将 DTH-1152 数位屏连接到自己的
设备上。教师可直接在 10 英寸全高清屏幕
上用数字墨水写下标注，实现引人入胜的
协作课程。

其紧凑、轻巧的设计提供了压感笔和触控
输入的双重灵活性，并配有实用系绳，确
保无电池压感笔不会脱离数位屏。  
将其添加到教室设备中即可扩展工作空
间，提供直观的第二屏幕和简单的触摸屏
导航。 

主要功能和优势

• 触摸屏功能 
使用多点触控缩放和滚动，提供简单、直
观的导航。

• 使用灵活 
可在纵向和横向模式下工作，以适配软件
和教学空间。

• 经久耐用的设计 
硬化、防碎的表面设计，方便日常使用和
存放。

   专利技术无线、无电
池压感笔  



10

产品组合

非常适合

远程和面授学习 
若在教室使用，教师可以直接在 Wacom 
One 的 13 英寸全高清大屏幕上为课程资源
添加绘图和数字墨水标注。远程学习者可
通过视频会议软件观看预先录制的视频，
或加入直播课程。

Wacom One 可在台式机、笔记本甚至兼
容的 Android 设备上即插即用，提供灵活
的教学选择。

主要功能和优势

• 大屏幕  
13 英寸全高清屏幕，为标注和绘图提供充
足空间。

• 真实手感 
自然的表面摩擦力为教师提供在真实纸张
上书写的手感。

• 数字墨水 
准确的数字墨水书写体验，让课件和演示
文稿大不相同。

高性价比数位屏方案，再现在真实纸张上书写的手感。配备 13.3 英寸全高
清屏幕和无电池压感笔。

Wacom One

   13.3 英寸液晶面板， 
全高清 (1920x1080) 分辨率

   自然笔感—— 
无电池数位绘图笔，观感和手
感都与真笔无异

   类纸质画布—— 
数位屏表面的摩擦感像纸
一样

   可轻松连接到任何电脑和兼
容的 Android 设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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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组合

非常适合

小教室环境 
新帝 16 在大屏幕尺寸和有限的工作空间
之间提供了一种折衷方案。  
 
教师可使用 15.6 英寸全高清屏幕标注课程
幻灯片、个性化编辑教学资源、为学生作
业提供反馈。共享白板空间可用于协作项
目，实现准确的数字墨水书写。

主要功能和优势

• 屏幕尺寸 
大尺寸防眩光屏幕为教师提供了宽阔的扩
展工作空间。

• 灵活使用 
在纵向和横向模式下舒适查看全尺寸文
件。

• 真实手感 
无电池压感笔的书写手感就像在真正的纸
上写字一样。

我们的新帝 16 采用 15.6 英寸数位屏，提供全高清防眩光屏幕、无电池压感
笔和可供调整屏幕角度的折叠式支脚。

新帝 16
   15.6 英寸液晶面板， 

全高清 (1920x1080) 分辨率

   符合人体工学
的折叠式支脚 

   可拆卸插笔座 
可置于任意一侧

   舒适的手掌放置区 

   合理的电源按钮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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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组合

非常适合

混合式教学 
数字墨水标注可让学生逐步完成自主学习
任务，无需教师监督，非常适合多地学
习。 
 
还可以使用 22 英寸全高清大屏幕为翻转
课堂和混合式学习模式创建视频内容。 

主要功能和优势

• 宽大的屏幕空间 
大尺寸屏幕为教师提供舒适的工作空间。

• 灵活使用 
使用可调节支架，或与第三方人体工学支
撑臂或讲台整合。

• 数字墨水 
压力感应式无电池压感笔实现准确的绘图
和书写。

我们创新性的 22 英寸全高清数位屏，配有可调节支架，为教师提供大而灵
敏的工作空间和舒适的书写体验。 

新帝 22

   21.5 英寸液晶面板， 
全高清 (1920x1080) 分辨率    可拆卸插笔座 

可置于任意一侧

   可调节支架 
（16-82 度） 

   合理的电源按钮位置 

   舒适的手掌放置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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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TK-2451 / DTH-2452

非常适合

演讲厅 
DTK-2451 和 DTK-2452 是演讲厅和大
型教室中的得力助手，既可使用数位屏支
架，也可以连接到第三方人体工学支撑臂
或讲台。 

通过符合 HDCP 标准的接口和视频输
出端口，学习者可以观看通过投影仪
显示的演示文稿以及其上的数字墨水标
注。DTK-2452 可提供额外的多点触控功
能，可通过触控手势实现直观的导航。

主要功能和优势

• 更大屏幕尺寸 
宽阔的活动区域为教师提供舒适的工作空
间。

• 灵活的显示选项 
支持模拟和数字连接，实现 DVI 视频输入/
输出。

• 可用多点触控 
DTK-2452 可提供直观的导航和多点触控
功能。

我们的 24 英寸全高清大屏幕让教育工作者可以并排显示两张 A4 尺寸页
面，具有视频输出功能、完全可调的支架和准确的无电池压感笔。

   DVI 视频输入/输出， 
支持模拟和数字连接

   24 英寸彩色液晶面板， 
全高清 (1920 x 1080) 分辨率

   可拆卸插笔座 
可置于任意一侧

   专利技术无线、无电
池压感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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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com  
数位板

要在课堂中加入数字墨水功能，数位板是一种经济实惠的方法。我们的跨软件通用数位板可以与现有的学习管
理系统、视频会议软件和主流程序彼此融合。要将手写的力量纳入数字化教学，这是尤具性价比的一种方式。

ONE BY WACOM S

这款紧凑的 6 英寸数位板配有无
电池压感笔，是较小工作空间的
理想选择。学生可以用自己的设
备连接到在线协作空间，参与引
人入胜的互动课程。

ONE BY WACOM M

一款轻巧便携的 8 英寸数位板，
搭配无电池压感笔，非常适合与
较大的电脑屏幕配合使用。它是
标注课程资源和批改学生作业的
理想数字工具。

WACOM INTUOS S 
BLUETOOTH 
 
这款 6 英寸数位板轻巧、紧凑、
无线，通过蓝牙连接，无需 AC 
充电器。无论是远程上课还是现
场协作，它都是学生的理想数位
板。

WACOM INTUOS M

我们的 8 英寸数位板价格实惠，
可供师生使用数字墨水书写，比
使用鼠标或橡胶触控笔更加准确
随心。教师可以在设备之间进行
热插拔切换，在教学的同时与学
生互动。

WACOM INTUOS M 
BLUETOOTH

这款 8 英寸无线数位板通过蓝
牙连接，无需 AC 充电器。  它
轻巧便携，方便教师在教室里边
走边用，并能提供宽大的书写空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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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 by Wacom S / M

非常适合

学生协作 
上课时，师生可将 One by Wacom 数位板
通过 USB 连接到自己的设备，在数字白板
空间和学习平台上展开协作。  
 
学生在上课时可用数字墨水手写想法并回
答问题，体验协作型学习。被动学习将变
为互动课程，提高学生参与度。

主要功能和优势

• 便携设计  
这款平板电脑设计轻薄而又坚固耐用，便
于在家庭和工作场所之间来回携带。

• 坚固的技术 
耐用而紧凑的设计使 One by Wacom 成为
学生的实用之选。

• 适合学生使用 
这款数位板价格实惠，有助于学生参与课
堂、相互协作，实现主动学习。

One by Wacom 是我们价格实惠的数位板，有 6 英寸和 8 英寸两种尺寸可供
师生使用。其轻巧便携的设计是较小空间和灵活教室安排的理想选择。 

  自然的纸笔书写手感

 双手通用

   由 micro USB 供电 
   专利技术无线、无电

池压感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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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组合

Wacom Intuos S Bluetooth / 
M / M Bluetooth

非常适合

为课程资源添加标注 
教师可通过 USB 或蓝牙将 Wacom Intuos 
连接到自己的设备上，以便准备和编辑课
程资源。教师可在课前和教学过程中在熟
悉的软件上书写、绘图、标注，包括幻灯
片、PDF 和数字白板空间。 

可直接在学生作业上批改，让学生清楚地
了解自己需要改进的地方。可通过电子形
式提交和存储学生作业，并以数字墨水添
加书面反馈。

主要功能和优势

• 可选无线版本 
可使用简单的 USB 连接，也可选择 Intuos 
S Bluetooth/ M Bluetooth 通过蓝牙无线
连接。

• 移动教学 
蓝牙连接让教师可以带着平板电脑在教室
里走动，为学生提供单独帮助。

• 便携设计 
这款轻巧耐用的数位板可轻松在不同教室
间来回携带，且便于存放。

我们的 Wacom Intuos 有 6 英寸和 8 英寸两种尺寸，拥有直达屏幕边缘的
宽大书写区域。部分型号除了 USB 外还带有蓝牙连接。

   由 USB 供电 
   专利技术无线、无电

池压感笔  

   蓝牙无线连接  

 双手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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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组合

Bamboo
智能数位本

BAMBOO SLATE L (A4) 

这款 A4 尺寸的大型智能数位本和圆珠笔很轻巧，而且具有蓝
牙连接功能，教师可以在教室里一边走动一边书写绘图，并在
屏幕上实时显示结果。 

BAMBOO FOLIO L (A4，带封皮)

这款 A4 尺寸的大型智能数位本带有集成式封皮，并配有 
Wacom 圆珠笔。它能准确地将手写笔记和草图转换为数字文
件，实时投屏到链接的屏幕上。

蓝牙智能数位本可以让教师在桌上或在教室里走动时在任意纸张上书写，并将笔记转换成数
字墨水。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将数字化笔记投屏到 PC 或移动设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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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组合

Bamboo Slate L

非常适合

构思想法和规划课程 
教师可在 Bamboo Slate 智能数位本
上用 Wacom 圆珠笔在真实纸张上写教
案、画草图、进行头脑风暴。A5 尺寸
版本紧凑轻便，A4 尺寸智能数位本则
可提供较大的书写区域。  
 
通过蓝牙连接以数字墨水形式准确捕捉
手写笔迹。笔记可通过我们的标签功能
进行共享和分类，并实时显示在链接的
屏幕上。

主要功能和优势

• 可选尺寸 
Bamboo Slate 可提供 A5 和 A4 两种尺
寸，满足不同教师的个性化喜好。

• 数字墨水 
立即将手写笔记转换为数字墨水，无需重
新打字。

• 灵敏设计 
我们的智能数位本可以透过 80 张纸感应
到压力和笔迹的细微变化。

我们的 Bamboo Slate 智能数位本可以让教师使用 Wacom 圆珠笔在任意
纸张上书写。只需一键即可将手写笔记和草图立刻转换为数字墨水。

   蓝牙无线连接     无需电池

   同步 
按下按键，页面就能立即出
现在你的设备上。

  真实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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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组合

Bamboo Folio L

非常适合

实时学生反馈 
得益于无线设计，教师可以带着 Bamboo 
Folio 在课堂上走动，记录常见误区、跟踪
学生进度、记录教学要点，以便与全班学
生一起讨论。  
 
它能将手写笔记准确地转换为数字墨水并
实时显示在教室电脑上，以供进一步编辑
和分享。 

主要功能和优势

• 一切纸张 
Bamboo 智能数位本能在任何纸张上准确
识别个人手写笔迹风格。

• 使用灵活 
教师可在教室里一边走动一边做笔记，并
在链接的设备上实时显示。

• 保护封皮 
集成式保护封皮可保护智能数位本，不使
用时也能方便存储，确保可靠存储。

Bamboo Folio 智能数位本可提供 A5 和 A4 两种尺寸，配有集成式保护封
皮和 Wacom 圆珠笔。手写笔记通过蓝牙连接转换为数字墨水。

   蓝牙无线连接  
   与所有纸张兼容  

   链接到任何兼容设备
  采用可替换笔芯的圆珠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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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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